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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台銘：大陸上市利鴻海攬才
強調“方向絕對正確”工業富聯有望成“示範”

香港文匯報訊 台灣電子製造巨頭鴻海集團董事長郭台銘22日在股東

會上表示，集團旗下子公司富士康工業網絡股份有限公司（簡稱“工業富

聯”）與鴻海本身有相加相乘效果，工業富聯在大陸增長必有加分效果，

“方向絕對正確”。

台積電投250億美金研發5納米製造工藝

工業富聯8日在上海證券交易所掛牌上

市。作為大陸股市三年來規模最大的

IPO，工業富聯有望成為“示範”，推動更

多台企登陸A股並從中汲取發展動力。

綜合中央社及《中國時報》報道，鴻海

集團22日上午舉行股東發佈會。鴻海2017

年合併營收4.7兆元（新台幣，下同），較

前年增加7.98%；去年獲利1,387.34億元，

較前年減少6.68%。郭台銘致辭時表示，去

年營收沒有達到既定增長目標，他現場向股

東鞠躬表示歉意，希望股東要看長利。

緊抓實體經濟 吸引大陸人才
會後現場股東提出，工業富聯股價漲停

延續3天之後大跌，成績不如預期，建議不

要在大陸上市。

對此，郭台銘回應，製造業實體經濟加

上虛擬互聯網是大勢所趨，工業富聯走的方

向絕對是正確的，自己對此有信心。郭台銘

進一步解釋，工業富聯在上海掛牌，主要是

希望透過工業富聯股票，吸引更多大陸工業

互聯網人才，工業富聯和鴻海的人才可以相

加相乘。

展望今年，郭台銘表示，全球經濟增長

維持向上格局，將穩定擴張；不過要留意通

脹及加息速度的不確定性，再加上科技產業

生態結構的快速變遷，都將使今年面臨挑

戰。

五年內不言退 帶領集團轉型
郭台銘表示，鴻海集團必須以跨廠

區、國際化的運作規模，開發工業物聯網

的實際應用，協助加快集團轉型為科技平

台公司。他重申，今年起的未來3年，將

以實體經濟為核心，佈局智能製造、健康

互聯網及資訊安全。

面對接班問題，郭台銘回應，往後5年

內還不會考慮接班問題，會繼續掌舵幫助集

團渡過轉型關鍵期，但會積極培養下世代跨

領域人才。

根據台灣金管會的統計，目前共有包括

工業富聯、日月光之環旭電子等5家台資企

業在大陸上市，還有四家台灣企業的子公

司，正尋求在大陸資本市場融資。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

郭台銘在股東會上表示，五年內八

成產線員工可用機器人取代，若五

年做不到，未來十年也可做到。

他說，大陸加班上限規定嚴過

歐美，儘管消費型電子產品淡旺季

明顯，集團也全力遵守大陸法令。

因此，為了減輕人手壓力，集團積

極深耕機器人產線。

郭台銘還透露，透過分析大數據

資料，其集團往往能提早知悉電子元

件市場需求。現場有投資機構代表提

問有關集團資訊問題，郭台銘指出，

集團按照法令規定透露訊息，鴻海集

團在全球高科技資訊電子產品研發製

造，佔有很大比例，全球前三大遊戲

機均由鴻海集團製造。

他續指，鴻海比誰都先知道缺

料，惟防洩密不便對外張揚，集團

內部有大數據資料計算，日系大廠

轉向佈局汽車電子，預先知道中低

階部分電子元件缺料現象出現。

香港文匯報訊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以 下 簡 稱 “ 台 積

電”）是全球最大的半導體代工企

業，佔據了全球一半的市場份額。據

路透社報道，該公司最新宣佈，將投

資250億美元研發5納米製造工藝。台

積電並未提供研發時長、市場面向等

相關細節。

所謂的5納米、7納米，指的是半導

體製造的“線寬”指標，線寬越窄，單位

面積的芯片中可以整合更多數量的晶體

管，芯片的處理性能越強，能耗越低。全

球半導體製造的“納米”之爭中，台積電

目前處於領先優勢。

台積電最大的半導體代工客戶，是

美國蘋果公司。而幾乎每一年，三星電

子半導體事業部都和台積電圍繞蘋果訂

單展開激烈的爭奪。

按照慣例，今年秋季，蘋果將會在

新發佈的手機中採用新一代的A12處理

器，據多家媒體報道，台積電將會採用7

納米工藝生產蘋果A系列處理器。

料2020年再次換代
三星電子緊緊追趕台積電，據悉該

公司的7納米製造技術也已經開發成功。

據悉，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退休前

已規劃了台積電的製造工藝路線圖。據

台灣媒體早前報道，台積電已經獲准在

北部的新竹科技園區設立一個新的研發

中心，該中心的使命，就是開發未來使

用的3納米半導體製造工藝。這一中心將

在2021年投入使用。配合這個研發中

心，台積電也準備建設一座具備3納米製

造工藝的芯片製造廠，預備2020年開

工。

■■台積電創始人張台積電創始人張
忠謀忠謀。。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郭台銘認為郭台銘認為，，集團旗下工業富聯在大陸集團旗下工業富聯在大陸
上市有助增強人才優勢上市有助增強人才優勢。。圖為工業富聯圖為工業富聯88
日正式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日正式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故事要從今年5月7日說起，西湖邊剛出

生僅4小時的一窩小鴛鴦，其中一隻被

夜鷺吃掉了，這讓很多杭州人痛惜不已。為

此，杭州市林業水利局、浙江省野鳥協會等

單位聯合《杭州日報》發起了“守護小鴛

鴦”志願者招募活動。短短幾天，就招募到

了130餘名志願者，最小的才讀幼兒園。在

愛心人士風雨無阻守護下，西湖邊的小鴛鴦

免受了野貓、遊客亂投食等“騷擾”，茁壯

成長，一口氣生了8窩共28隻鴛鴦寶寶。

安裝北斗定位系統
第一隻獲得“身份證”的小鴛鴦就是5

月7日出生的那一窩裡的一隻，現在牠已經

長到0.5公斤重，工作人員為牠裝了兩種

“環誌”，一種是金屬腳環，一種是北斗衛

星定位系統，都寫有小鴛鴦的身份信息，裝

好之後小鴛鴦就被放歸到西湖裡。

據觀察，自2001年以來，西湖每年都有

數量不等的鴛鴦種群越冬棲息，最多時近200

隻。2005年、2006年的繁殖季，原本只在西

湖越冬的鴛鴦卻留了下來，2007年5至7月，

在眾多志願者的精心守護下，當年在西湖金

沙港水域出生的6隻小鴛鴦全部存活，這標

誌着鴛鴦在杭州西湖首次成功繁殖。

杭州市鳥類與生態研究會秘書長范忠勇

說，近年來隨着每年一定數量的鴛鴦在西湖

成功繁殖，西湖鴛鴦的種群數量也在不斷增

加，然而這些繁殖後代在非繁殖期的棲息活

動區域、繁殖群體與越冬群體的關聯性、繁

殖後代是否跟隨越冬群體北遷等問題尚不清

楚。“所以，工作人員對西湖鴛鴦開展環誌

工作，將更好地掌握西湖繁殖鴛鴦的居留習

性和活動規律，進一步實現動態監測，為西

湖鴛鴦的保護管理及進行科普教育，提供詳

實可靠的科學依據。”

據悉，當日工作人員一共為6隻鴛鴦裝

了“環誌”，共佩戴5個衛星跟蹤儀，未來

將跟隨西湖鴛鴦的腳步去“看世界”。

時值大運河申遺成功4周年，浙江杭州

啟動“當代馬可波羅重走杭州大運河”大型

公益行動。此次行動招募了一批外國友人擔

任運河保護志願者，“組隊”重走大運河杭

州段六大遺產點，再現當年馬可波羅沿着大

運河遊歷的歷史，傳播運河文化。

據主辦方介紹，歷史上的杭州大運

河除威尼斯商人馬可波羅之外，意大利

利瑪竇．蓋洛等歷史名流也曾親眼目睹

過杭州的美麗與運河的繁華。史料記

載，清乾隆年間，意大利曾有無數商隊

從北京出發沿運河南下，使杭州在歐洲

社會形成了極大的影響力。本次行動旨

在通過重走杭州大運河，讓更多的國際

友人了解大運河，通過杭州大運河的歷

史演變，共同見證當代中國的繁華與進

步。

在此期間，意大利波河三角洲羅索

利納市（Rosolina）市長Franco Vitale也

來到杭州，代表馬可波羅的故鄉威尼

斯，重溫馬可波羅中國商旅之路，並與

杭州運河簽約結盟，今後雙方將共同探

討運河保護之路。

杭州市運河綜保中心主任胡紅文表

示，超過三億中國人生活在大運河兩

岸，大運河這條中國文化主動脈有着傳

承歷史、溝通古今的使命，它有着豐富

的歷史人文資源，是集中展示東方文化

的瑰寶，亦是杭州打造獨特韻味別樣精

彩的世界名城的一張金名片。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莉 杭州報道

外國友人重走杭州大運河

6月21日，浙江杭州西湖邊孤山

一角非常熱鬧，一群西湖小鴛鴦的

“守護者”圍着這些小寶貝，為牠們

做“環誌”。什麼是“環誌”？它是

一種全球通行的“身份證”，每一位

公民都有義務保護帶着“身份證”的

小生靈。當日西湖孤山畔北里湖水

域，全國鳥類環誌中心的專家們打算

將杭州的第一張“全球身份證”頒發

給西湖小鴛鴦。這是杭州的候鳥鴛鴦

首次被“環誌”。 ■《杭州日報》

22日，微縮景觀“小重慶”的製作者伍鈺瀅
為景觀作調整。據了解，製作者伍鈺瀅是一名來
自湖南的湘妹子，目前正在重慶大學讀書。自從
來到重慶，她便被重慶高低起伏的老建築老街道
迷住，於是決定根據自己去過無數次的重慶磁器
口、下浩老街、十八梯等地造出一個心中的“小
重慶”，最終，伍鈺瀅在同學的幫助下花費三個
月時間完成該作品。 圖/文：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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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鴛鴦獲西湖鴛鴦獲““身份證身份證””
全球通行全球通行 杭州首張杭州首張

廣東省人民政府辦公廳日前宣

佈，該省年內將出台民宿管理辦

法。廣州市政府也在此前印發實施

了《廣州市歷史建築保護利用試點

工作方案》，鼓勵歷史建築變身民

宿、咖啡館。連日來，記者走訪了

廣州多家由老房子變身的特色民

宿。

在荔灣區寶源路117號的同古

舍民宿，老闆娘林碧雲告訴記者，

這棟竹筒樓20年前已倒塌，房主用

鋼筋混凝土重建。他們多年前租下

這裡時重新設計裝修，保留了西關

老屋極具特色的天井。

民國舊物裝飾房間
走進同古舍，裸露的老青磚、

刮花的花階磚格外惹眼。林碧雲介

紹，室內裝飾使用的瓷磚很多都是

從倒塌的、廢棄的老建築處收購而

來的，門廳花階磚很有歷史，不少

是民國時期生產的，瓷磚背面還印

有外文，大多是舊時從海外進口

的。

同古舍四層十三間房，林碧雲

和她丈夫從廣州“天光墟”深夜市

集收購來的民國舊物，按照不同的

類別，裝飾在每個房間並設定一個

主題，如“光陰過隙”學霸主題房

由天井改造而成，陽光可以透過天

窗照射進房間，書架上擺滿了老

書，可供愛懷舊的客人閱讀。

廣州元素吸引顧客
如此用心的老闆娘還有元媛。

元媛租了一套位於東山口菜園西51

號的百年獨棟老別墅，裝飾成廣州

上世紀50年代的風格。這座由別墅改造而成的

民宿，除了有一般酒店提供的用品，還提供廚

具、中西式餐具、咖啡機，方便愛下廚的客人

自己動手烹調。元媛稱，西關、沙面、東山口

都有她經營的民宿，雖然裝修設計都不同，但

都有廣州“味道”。

廣州老建築改成民宿的還有不少，如位於

東山口的民國別墅變身“Urban Nomad 都市遊

牧”民宿，位於法政路的“粵享駐．歐萊小

墅”民宿，以及上下九步行街附近的“粵劇名

旦舊宅”民宿，等等。 ■中通社

■■以舊物為主題裝飾的同古舍房間。 中通社

■■夜遊杭州大運河夜遊杭州大運河。。 香港文匯報杭州傳真香港文匯報杭州傳真

■■全國鳥類環誌中心的專家用網槍將小鴛鴦
暫時控制。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用來環誌的腳環。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首隻西湖鴛鴦有了首隻西湖鴛鴦有了““身身
份證份證”。”。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